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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由于机制砂的颗粒级配没有天然砂好，粒形不好，生

产时自带不少石粉，因而可能对其在泵送混凝土时造成不利

的影响，在实际的混凝土施工过程中，必须对机制砂的施工

养护加强控制。本文探讨了机制砂中石粉的含量给混凝土

性能带来的影响，并具体分析了机制砂泵送混凝土施工操作

的关键点，可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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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对机制砂进行探讨的必要性

近些年，我国社会经济以及科技有了很大的进步，但因

为过度开发，我国天然砂资源面临着严重短缺的问题，加之

国家对环保及水土流失政策的日趋严格，西南云贵川等地由

于地理因素、天然砂资源匮乏等原因，天然砂市场价格不断

提升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在满足工程建设的高速发展需要

的同时，还要尽可能地避免消耗过多成本，机制砂资源被越

来越多地运用在工程施工当中。把机制砂与天然砂进行对

比，明显可以发现机制砂的粒形相对粗糙，级配不如天然砂

好，这些都会导致其在泵送混凝土时流动性不强，再者机制

砂当中还含有不少比例的石粉，这也会让泵送混凝土具有着

更大的粘性，导致坍落度下降、坍损过大等问题发生。要想

使机制砂在泵送混凝土得到正常的运用，一定要深入地研究

机制砂级配和粒形及石粉含量对泵送混凝土性能造成的具

体影响。

2 机制砂中石粉含量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

若机制砂当中的石粉适量，混凝土的和易性可以得到改

善，就不会出现泌水的情况，大量实践表明，机制砂的石粉含

量保持在大约 10%比较好; 若机制砂当中的石粉含量太多，

超过了 12%的含量，混凝土生产时就需要更多的水，在原水

胶比条件下，导致混凝土坍落度大幅度地下降，若机制砂中

的石粉量太多，相关的混凝土强度就会下降［1］。适量的石粉

在水泥水化刚开始时，和其中的 Ca( OH) 2 和 C－S－H 发生了

晶核反应，使其中的熟料矿物水化，对其早期混凝土强度有

所改善。不仅如此，把适量石粉加入机制砂当中，还可以对

其颗粒堆积密度进行一定的改进，使硬化浆体以及界面过渡

区的密实度变得更高，让机制砂混凝土的强度得到大幅度提

升。若石粉含量太高，就会破坏混凝土中的最密实堆积结

构，使混凝土胶集比偏离最佳值，强度呈明显降低趋势［2］。
另外，在机制砂中，石粉含量若得到提升，相关的混凝土的干

缩一开始就会出现下降，随后则会增加，这是由于石粉自身

拥有着大量的细微粒子，起着填充的作用，让混凝土孔结构

变得更加细化，毛细孔变得更加曲折，所以将一定量的石粉

加入到机制砂当中，可以让混凝土不会出现过强的干缩变

化。由于石粉细度较细且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，在混凝土生

产过程中，其会吸附一定量的外加剂，造成混凝土外加剂掺

量过大，若外加剂掺量大，又会造成混凝土和易性不均匀易

离析等问题。

3 机制砂泵送混凝土施工操作的关键点

混凝土泵送一般都是凭借着泵送管道中所具备的压力

差，从而推动混凝土在其中流动，事实上这是一种塞流方式，

与自来水的流动相比，存在着很大差异性，要想保证机制砂

混凝土在实际的泵送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分散情况，对泵送混

凝土展开全过程的管控，也就是从生产以及到浇筑养护等阶

段都需要严格根据规定进行控制，从而有效保证机制砂在实

际的泵送混凝土当中得到顺利的运用，保证其质量［3］。
3．1 对机制砂泵送混凝土施工材料的质量展开严格把关

各种混凝土原材料进场都必须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检验，

水泥、矿物掺合料、机制砂、碎石、减水剂、水等检测指标都必

须满足规范要求。另外还需注意: 机制砂采用母岩强度＞混

凝土强度等级 1．15 倍且比重＞2．7 kg /m3 岩石加工，此外还必

须要对母岩进行碱－骨料反应测试，合格后才可生产; 从实践

经验来看，机制砂生产时应采取预湿法，这样一方面可以减

少粉尘污染，另一方面可以在使用中保证原材料的均匀性，

且能减少混凝土拌和过程中石粉对外加剂的吸附作用; 水泥

必须要陈化足够时间，保证水泥质量均匀，并且水泥使用时

温度不能太高; 水泥与外加剂相容性必须良好。
3．2 合理确定砂率

结合混凝土施工配合比有关的要求，要想有效地保证泵

送混凝土具有合格的和易性以及力学性能，就一定要对其坍

落度展开严格的控制，通常来说，必须要＞60 mm［4］。但在实

际的泵送混凝土施工配合比设计过程当中，必须要根据相应

的水灰比以及优选砂率等因素对其改进。针对混凝土砂率

以及用水量问题，必须要全面地思考到机制砂所具备的特

点。因为机制砂的颗粒粒形不好、级配较差，和天然砂对比，

机制砂的砂率要比天然砂超出 2% ～ 4%。同时由于机制砂

中有一定比例的石粉，石粉有吸水作用，在达到同样坍落度

时，机制砂相比天然砂需要更多的水。此外还必须注意的

是，在实际生产中，机制砂细度模数往往比较大，且较小的级

配档位颗粒含量较小，要想确保级配性合格，就必须在机制

砂当中加入更多的石粉，但这样会导致混凝土在拌制的过程

中砂率变得更小，针对这个问题，应根据实际需要，加入一定

量的矿粉以及粉煤灰等来替代石粉，以保证混凝土和易性。
3．3 科学设计配合比

混凝土配合比必须依据设计所处环境等级、设计使用年

限、原材料品质、设计强度等级、耐久性与施工工艺等条件，

通过对混凝土计算、试配、调整等各种步骤来确定。在对混

凝土配合比进行设计时，一般就严格遵循以下规定: ①最小

胶凝材料用量与最大水胶比，在高性能混凝土配合比设计

( 下转第 33 页)

·31·



分与城市道路相临，为了隔绝城市道路的喧闹，其边缘多为

宽阔、高大的绿化带，使人的可达性大大降低; 其次与城市交

接的入口比较小，不够明显，而内部的建筑为了降低对城墙

风貌的干扰采用了下沉处理，人们很难发现里面设置有商业

空间。
针对商业空间人的可达性差、利用率不足的情况。可以

在和城市道路交接的部位节点处种植一些低矮的灌木，使人

的视觉保持畅通。也可以设置更加醒目的入口、扩大入口的

尺度，更好地将人流引入这个空间里面。即疏通边缘空间的

作用渠道，使病态的边缘空间( 见图 2) 转化成为有活力的空

间( 见图 3) ，与周边的区域能更好地沟通和交流。

图 2 病态的边缘空间 图 3 有活力的的边缘空间

4 结 语

总的来说，环城公园的设计精细，尺度宜人、开合有度，

既与喧闹环城路保持了一定的隔绝，又与其适当联系; 在整

体风貌上与明清城墙保持了一致，即古朴典雅。从调研中可

以发现，即使在寒冷的冬天，环城公园的利用率也很高，不同

年龄段的人群都能在公园找到各自的活动地点和休息场所。
但也有不足之处，如护城河外侧商业空间活力不足等。

设计的目的是满足使用功能的要求，使场所成为一个能

够激发各种积极活动的场所。环城公园是人的行为活动发

生的场所，其物质和空间环境应该满足老年人、中年人、年轻

人、儿童等不同使用人群生理、心理上的需求，创造出和谐愉

悦的空间环境和人居环境，使边缘空间成为缝合城市不同区

域、充满活动的“另类”空间。 ［ID: 007439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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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各强度等级的最小胶凝材料用量与最大水胶比都有严格

规定，同时各种环境也对胶凝材料用量及水胶比有严格要

求，所以在进行配合比设计时，一定要对设计环境等级、使用

年限及设计强度等级等综合考虑; ②有害离子含量，混凝土

中有害离子超出一定范围后，会随着时间延长及环境改变从

而使混凝土逐渐损坏，达不到设计要求的使用年限，所以在

配合比设计中，对单位体积混凝土中的有害离子总含量( 如

总碱含量、氯离子含量、三氧化硫含量等) 一定要严格控制;

③适量加入优质的粉煤灰，磨细矿渣粉或其他矿物掺合料，

用以提高混凝土和易性及提高混凝土后期强度，矿物掺合料

的填充性能能有效改善混凝土密实性，进而增强混凝土耐久

性;④适量引气，由于机制砂混凝土存在石粉，一般混凝土都

比较粘，流动性较差，适当引气可以减小混凝土粘性，有利于

现场施工。
3．4 机制砂泵送混凝土施工及养护

混凝土生产一定要严格按照配合比施工，做好砂石含水

率及施工配合比换算等基础性工作，仪器设备要符合规范要

求并定期检定校准。在实际施工中，由于机制砂当中存在着

一定量的石粉，而石粉具有吸附作用，会吸附一部分外加剂，

所以在拌和混凝土过程中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，延长一定的

搅拌时间，以减少石粉吸附作用影响，通常机制砂混凝土较

天然砂混凝土需多搅拌约 30 s，也可以采取预湿骨料法或改

变投料顺序来消除这种影响。采用机制砂所制作而成的泵

送混凝土，需要尽可能地使其具有相对较大的浆量，从而在

可泵送管壁上生成一层润滑膜，让输送更加流畅，可以有效

地防止混凝土出现堵管的情况［5］。在混凝土生产时，机制砂

当中的石粉成分会增加混凝土浆体量，如果石粉含量过高，

就会造成浆体过多，如果养护不当，会在混凝土水化早期由

于水分的缺失而使混凝土出现塑性收缩从而开裂。要想解

决这个问题，确保机制砂混凝土施工质量，一定要在浇筑的

早期和后期进行严格规范的养护，使混凝土早期水化处于合

适的温度与湿度，同时由于机制砂混凝土所需要的养护时间

较天然砂混凝土更长，养护时应适当延长养护时间，最短养

护时间通常≥4d。

4 结束语

在实际的机制砂混凝土展开拌制时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

控制好石粉掺入量，这样才能达到混凝土泵送要求，不仅如

此，还要重视机制砂泵送混凝土施工材料的质量问题，对其

进行严格的管控，仔细检查是否存在不符合要求的施工材

料，然后通过试验确定好合适的砂率及配合比，此外，还需要

加强机制砂泵送混凝土拌制、施工及养护工作，通过这些措

施，可以有效保证机制砂在混凝土中的运用能顺利进行。机

制砂在混凝土施工当中的科学运用，不但能达到工程的要

求，确保其施工质量，而且能大幅度地节省成本。同时，使用

机制砂还可以使天然砂的使用不断减少，有效地减少水土流

失，保护环境。所以，机制砂在混凝土中应大力推广与运用。
［ID: 007492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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